
姓名 3月3日桃園校區組別 桃園校區前往方式
杜昀柔 公共事務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楊惠婷 公共事務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政嘉 公共事務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曾家威 公共事務學系 自行前往
劉文淇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黃柏翰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嚴培勻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葉惠虹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關詠慈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立婷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許雅軒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白芯瑋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葉芷茵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育瑄 犯罪防治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葉宜品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簡佳儀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品宣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林雅涵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葉芷伶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芊文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知穎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佩馨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韻安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熊禹媗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欣宥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呂采潔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沛䭲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怡心 犯罪防治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薇妮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洪瑄苓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車宛青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周韋彤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游秉軒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張博喻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黃品瑜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葉姿伶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陳柏曄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李世婕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郭育瑄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張越河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林竟宇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劉怡靖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李品諭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鄭宇庭 犯罪防治學系 自行前往
曾光鈺 犯罪防治學系
張子盈 犯罪防治學系
黃馨儀 犯罪防治學系
林千琪 生物科技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賴品希 生物科技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爾婷 生物科技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晨瑄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林軒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張燊瑋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家瑄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吳旻珊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旻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楊家榮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玟如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協羽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瑜庭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筠儒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梁沛琪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張庭維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呂芊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李泊錞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吳翊綾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舜恩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胡坊儀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呂郁婷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陳尊旖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呂紹甫 金融科技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陳和謙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王俞涵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蘇晏琳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許琇惠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蔡品羚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宥穎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徐楷珈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致毅 建築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吳軒豪 建築學系 自行前往
蔡迪揚 建築學系 自行前往
宋緯倫 建築學系
趙耞鈞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裕翔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曾憶嬿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余若綺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楊旻馨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湘婷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凃映慈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姜榕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亦萱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鄭昀珊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薛嘉萱 商品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畢哲維 商品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蘇奕衡 商品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盧怡心 商品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顏佑庭 商品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丰勻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徐珮涵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白家榆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陳昱青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張雅婷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于馨媛 商品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賴靖弦 商品設計學系
彭冠婷 商品設計學系
胥玉諶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敏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奕孺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吳佳玲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蓉靜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葉芸呈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王一帆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巫佩旂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羅蕙欣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姸儒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黃安琪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辰芸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采蓁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黃楷茜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于晴 商業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洪佳榮 商業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筱閔 商業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祖維 商業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明蒨 商業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宣卉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蔡妤晨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吳密葶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陳芝云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林欣萾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蔡佩芸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程顯茹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梁佳樺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王穎萱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葉沛妘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馬培芳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陳郁凌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李雨瞳 商業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李湘淇 商業設計學系
呂冠君 商業設計學系
陳美含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于嘉琪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羿菁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佳恬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柏瑩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高于釉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怡廷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劉瀞堯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張凱雯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陳冠瑋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自行前往
武凱筠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楊翔麟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玟瑾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游季諠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泓菘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莊淳皓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范洛涵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梅羽青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自行前往
洪敏軒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自行前往
劉莉璇 華語文教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寓舒 華語文教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賴宜萱 華語文教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白芸瑄 華語文教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紹華 華語文教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詠潔 華語文教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澤宏 華語文教學系
沈琪恩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力綺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品宏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愛芸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賴巧芬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祐碩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簡慧姍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高繹翔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盧盈綺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冠賢 經濟與金融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解維馨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柯承瀚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劉佳瑩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劉于瑞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楊政諭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陳威廷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林君豫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陳家榕 經濟與金融學系 自行前往
方偉丞 經濟與金融學系
張倫仕 經濟與金融學系
張詠駿 資訊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丁俊逸 資訊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王耀磊 資訊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志鴻 資訊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韋婷 資訊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沂諠 資訊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亭淯 資訊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魏子恆 資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呂美婷 資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陳品涵 資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曾柏翰 資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蘇建勳 資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李佳怡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彥彬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朱璟瑞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郭冠宙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許育瑄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思珮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宜庭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宸元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張毓珊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蘇皇銘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董晉維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陳俊錡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黃室傑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黃柏霖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黃琝豪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包穎姍 資訊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佳宜 資訊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施惟婕 資訊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王榆庭 資訊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道遠 資訊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蔡蕙璟 資訊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周亮妤 資訊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紫涵 資訊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涂佑丞 資訊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王豪 資訊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黃癸演 資訊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黃柏程 資訊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楊承展 資訊管理學系
李璟鋐 資訊管理學系
張孝湟 資訊管理學系
蔡明達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俊澔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柯伯諺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徐泓緯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于沛雅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嚴章維 電子工程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莊博竣 電子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筠婷 電子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呂珮伶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常惠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陳明詮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林名洋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自行前往
曾雅珊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謝旻蔚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旻珍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禹璇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麗淳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若婕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黃筱涵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沛晴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毓璋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陳靖雯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黃寶瑩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自行前往
王齡瑨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陳靜怡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廖家維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楊子靚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若婷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楊頂立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郭又嫙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郭祈汝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林欣樺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劉佳慧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姣妉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顥潼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詠渝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宇欣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詹孟秝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洪瑄苓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自行前往
洪靖汶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自行前往
錢宜潔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自行前往
余佳玲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趙婕如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劉子筠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陳品蓉 餐旅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宥鑫 餐旅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秦于閔 餐旅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陳佳伶 餐旅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紫潔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丘佳立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筱妍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洪資雯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姿妤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丞翔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鄭如伶 餐旅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張瑜雯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蕭之妤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陳令婕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李濱全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施霈姍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林家妤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林鈺雯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樊巧柔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徐鈺珊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林欣臻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劉鈺凡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方暄妤 餐旅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辜柔慈 應用中國文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舜心 應用中國文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姿妤 應用中國文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晞 應用中國文學系 自行前往
張容嘉 應用中國文學系 自行前往
洪志強 應用中國文學系 自行前往
陳亭妤 應用日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盧伯柔 應用日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吳姿瑩 應用日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楊玉嬋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銘達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林祈佑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許瀞云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齊品媗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瀚霖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湯詠 應用日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莊沛羚 應用日語學系 自行前往
王薇絜 應用日語學系 自行前往
劉永磊 應用日語學系 自行前往
張育嘉 應用日語學系 自行前往
周歆維 應用日語學系 自行前往
劉安國 應用日語學系
葉柔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張英蓮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彭靜怡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黃采婕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沁珈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心悅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蔡卉淳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子瑄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羽靜 應用英語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簡珞昀 應用英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黃婷禎 應用英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潘亭蓉 應用英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黃齡萱 應用英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周宛霖 應用英語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德欽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陳昱夫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吳容陞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汪沛妤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林佳儀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陳翊如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馬士驊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張家云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陳巧珮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陳儀倫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胡昭宇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楊昀臻 應用英語學系 自行前往



卓佩璇 應用英語學系
楊喬如 應用英語學系
詹淳斌 應用英語學系
李宜庭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薛庭君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自行前往
劉文傑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劉庭瑄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江鎔均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許孟琦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林天紹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尤爾謙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楊舒羽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品瑩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陳惠琪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薛晴云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張馨允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喬宓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葉佳妮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王姺茗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自行前往
廖丁雄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華瑋辰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許皓翔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李愛琳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鄭曉庭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廖偉智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武靖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黃郁婷 觀光事業學系 12:30桃園火車站專車
徐幸羚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鄭沛晴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柳彥宇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許芸軒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吳洛妘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家樺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黃可昀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平井友實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王星云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李禹璇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林庭曼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凌士倢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莊馥竹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宇婷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陳亭言 觀光事業學系 12:40捷運迴龍站車站
盧欣琳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侯淑鈴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溫哲豪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謝凱茵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唐子珺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洪薇淇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嚴宏偉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曾庭宣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歐雅綸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江宗霈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盧怡潔 觀光事業學系 自行前往
楊佩臻 觀光事業學系
吳秉至 觀光事業學系
馬裕智 觀光事業學系
謝乙禪 觀光事業學系
林郁雯 觀光事業學系
吳怜萱 觀光事業學系


